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和水牛城  (BUFFALO) 的生活輔助住房

提供  1,140 萬美元資金   

  

三個項目包括為居無定所的個人提供  80 套生活保障住房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為水牛城和布魯克林區的三個生活輔助住房建設項

目提供逾 1,140 萬美元的州資金。這些項目將利用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

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無家可歸住房與

援助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HHAP) 提供的資金，為居

無定所的紐約民眾建造或維護  80 套住房。 

  

「我們在布魯克林區和水牛城建造新的經濟適用房和生活輔助住房，從而為最弱

勢的紐約民眾提供地點安家，」州長葛謨表示。「這三個項目將幫助復興其所在

的街區，從而提供乾淨、安全並且廉價的住房，並支持這些社區改造和發展。」  

  

生活輔助住房發揮重要作用，使個人更方便地獲得服務來幫助其保持穩定的住

房 ，從而克服導致個人流離失所的各種因素。這三個住宅區提供的服務將包括個

案管理、精神健康護理、教育、物質濫用治療、職業支持，等等。  

  

獲得撥款的組織如下：  

  

•  卡姆巴住房企業有限公司  (CAMBA Housing Ventures Inc.)，布魯克

林區  - 550 萬美元  - 這筆資金將用於新建一棟八層建築，  結合其他

來源的資金，將建造  71 套永久住房，包括為此前流離失所的個人提

供 42 套生活輔助住房。  

•  紐約州西部地區退伍軍人住房聯盟有限公司  (Western NY Veterans' 

Housing Coalition, Inc.)，水牛城  - 130 萬美元  - 這筆資金將用於整

修一棟建築，該組織目前把這棟建築作為流離失所的低收入退伍軍人



 

 

住房加以運營。這筆撥款與其他來源的資金相結合，將維護  41 套住

房，其中包括提供給居無定所的退伍軍人的  15 套生活保障住房。  

•  卡澤諾維亞康復系統有限公司  (Cazenovia Recovery Systems, Inc.) 

水牛城  - 470 萬美元  - 這筆資金將用於大規模修復一棟閒置的建築，

並為居無定所的個人建造  23 套長期生活保障住房，供這些人長期治

療物質使用障礙。  

  

這些項目從屬於葛謨州長設立的斥資  200 億美元的無家可歸與經濟適用房行動計

畫 (Homelessness and Affordable Housing Action Plan)，該計畫斥資  100 億美元建

造或維護 10 萬套經濟適用房，並斥資 100 億美元新建  6,000 套永久支持性住房

來解決無家可歸的問題。無家可歸者住房與援助計畫是州長所設立計畫的重要組

成部分。  

  

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主任塞繆爾  D. 羅伯特  (Samuel D. Roberts) 表示，

「每個人都應該有住所，這些項目將為我們一些最弱勢的紐約民眾提供住房和很

多服務。我們致力於竭盡所能幫助實施州長設立的全面計畫，用於解決紐約州境

內居無定所的問題。」  

  

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OMH) 主任安·蘇麗萬 (Ann Sullivan) 博

士表示，「無家可歸住房與援助計畫提供的撥款將幫助卡姆巴住房企業有限公司

為曾經居無定所並且患有精神疾病的個人建造  44 套住房。精神健康辦公室很自

豪與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OTDA) 合作，幫助提供機會給我們最弱勢的同胞，使之在各自的社區

內生活和發展。」  

  

酒精和物質濫用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主任艾琳娜·崗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表示，「穩

定可靠的住房對民眾治療物質使用障礙不可或缺。該項目將幫助確保有需求的民

眾獲得重要的服務，並為這些民眾提供機會用來重構生活。感謝葛謨州長繼續開

展工作，為處於康復期的民眾和全體紐約民眾改善生活。」  

  

紐約州退伍軍人事務局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Veterans' Affairs) 局長艾瑞克  

J. 何塞  (Eric J. Hesse) 表示，「退伍軍人在為本州和本國服役時做出了巨大的犧

牲。但是，從軍隊過渡至公民生活十分漫長、並且不輕鬆。這些退伍軍人繼續生

活旅程，葛謨州長確保他們將獲得舒適安全的住房，這是基本的開始環節，供退

伍軍人重新融入社區。」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廳長

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無家可歸與經濟適用房

行動計畫這類倡議對於打破無家可歸的循環至關重要。獲得穩定的住房和優質的

服務將為這些人提供所需的資源用來實現獨立生活，並投資建設更加強大並且更



 

 

具經濟活力的街區。州長用這筆  1,140 萬美元的資金再次證明了他致力於為最需

要幫助的紐約民眾改善生活。」  

  

參議員克瑞斯·雅各布  (Chris Jacobs) 表示，「我們的退伍軍人為國家做出犧牲，

因此理應擁有更好的命運，穩定的環境對於確保受物質濫用問題影響的民眾順利

康復至關重要。我長期支持退伍軍人，並擔任參議會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成癮工

作組 (Senate Task Force on Heroin and Opioid Addiction) 副組長，很高興得到這兩

個重要項目的支持，我知道這  500 萬美元的投資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參議員蒂姆·甘迺迪  (Timothy Kennedy) 表示，「我去年視察了紐約州西部地區退

伍軍人住房聯盟  (Western NY Veterans Housing Coalition) 在巴斯隆莊園 (Basilone 

Manor) 的辦公場地，親眼見證了該組織開展的重要工作，以及該建築物所需的更

新。退伍軍人曾為我國奮勇作戰，因此理應獲得安全的處所安家，這筆資金將幫

助確保巴斯隆莊園的居民獲得應得的現代化便利設施。伴隨卡澤諾維亞康復系統

有限公司補充建造這些新住房，這份公告令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感到興奮。多虧葛謨州長發揮領導能力，並感謝這兩家組織為紐約州西部地區民

眾開展工作。」  

  

參議員傑西·漢密爾頓  (Jesse Hamilton) 表示，「解決住房危機需要政府間合作。

因此，我歡迎葛謨州長發佈今天的公告，提供  1,140 萬美元州資金給生活輔助住

房，其中包括對布魯克林區的  550 萬美元投資。我們需要探索機會用來為布魯克

林區和紐約州各地最弱勢的社區提供援助，從而設法克服這場住房危機。這筆投

資是朝著該方向邁出的又一大步。」  

  

州眾議院議員肖恩·賴安  (Sean Ryan) 說，「生活輔助住房鞏固我們的社區，並為

流離失所並且設法重新自立的民眾提供希望。紐約州提供的這筆重要投資將改善

水牛城和布魯克林區民眾的生活。我很自豪與州議會的諸位同事以及州長合作，

爭取到這筆資金。」  

  

市長拜倫·布朗  (Byron Brown) 說：「這是紐約州西部地區的退伍軍人住房聯盟和

卡澤諾維亞康復系統有限公司的好消息，這兩個組織不懈致力於在水牛城消除無

家可歸的問題。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無家可歸住房

與援助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這些機構將利用這筆  

600 萬美元的撥款維護  41 套住房並建造  23 套新住房，供退伍軍人以及長期治療

物質濫用障礙的個人居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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